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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联合主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复星集团

核心提示

在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这使海南获得了发展腾飞的重大历史机遇，踏上了加快发展
的新征程。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出生在海南省东方市，幼时在八所港子弟学校就读，
13岁时随父母迁居深圳。在接受采访时，马化腾坦言，自己可以说是海南人。

马化腾在海南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有着浓浓的海南情结。这也是近年来腾讯与海南开展
一系列合作背后的特殊渊源。

2014年，腾讯众创空间（海南）落户海南、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首次在海南召开；2015年，海
南省人民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双方携手打造全国首个腾讯“互联网+生态”村；2016
年，腾讯“互联网+生态”村合作进一步落实，双方在众创空间、腾讯云、网络直播等领域展开了业务
合作；2017年，腾讯与海南省公安厅大数据应用实战平台进行合作，着手协助海南相关部门解决

“信息孤岛”问题，助力海南成为国家级“安全岛”；2018年，腾讯与海南签署了一系列合作项目，未
来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民生政务等方面，双方将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腾讯有着近20年海量数据运营的经验，可以协助海南进行大数据建设，并将自身能力和资源
开放给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建设大数据生态。”马化腾表示，当前海南省政府正在积极发展数字经
济，推进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腾讯正着力打造结合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能力的云计算平台，未来
希望能和海南省各级政府深入合作，推动数字政务的发展。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一路前行，我心在海南
■ 本报记者 郭畅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马化腾美好的童年时
光，是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港
度过的。南海的夜空深邃清
澈，仰望满天繁星，少年憧憬着
自己的梦想……

多少年后，QQ月活跃账
户数8.05亿、微信和WeChat
合并月活跃账户数10.40亿，
平台上创业者近1000万……
这些动辄以千万或亿计的数
字，悄然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互联网及其
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出生在海南，按照籍贯
以出生地为准，我可以说是海
南人，每次回到海南，就像回家
一样。”马化腾这句饱含深情的
话语，表达了他与海南、海南与
腾讯的特殊渊源。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马化腾于近日接受
了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充
满期待地说：“30年，虽只是历
史的一瞬间，但对海南来说，实
现了从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
一跃成为中国改革重镇、开放
尖兵的历史性跨越。未来，腾
讯将继续开放自身的技术资源
与平台，与海南紧密合作，推动
‘数据岛、数字岛、智慧岛、智能
岛’早日建成。”

2013年 10月，海南与腾讯
的合作全面启动，2014年10月，
海南与腾讯在海口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短短一年间，腾讯全球
合作伙伴大会在琼海博鳌成功
召开、腾讯创新创业基地（海南）
正式投入使用、腾讯旗下的互动
娱乐游戏基地公司正式入驻园
区、微信“智慧海南”公共服务平
台上线……

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2015年 11月，腾讯公司与海南
签署了深化合作协议，再次强力
握手，在当时，不仅备受海南百姓
关注，也在全国相关行业内引起
轰动。

腾讯作为世界级互联网公
司，为何青睐海南？双方几度携
手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马化腾幼时在东方八所港子
弟学校就读，13岁时随父母迁居
深圳，在海南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时光。

八所港位于海南岛西部，马
化腾记得家乡蔚蓝的大海、璀璨
的星空。上小学时，马化腾很喜
欢读科普类书籍，在读到“如何用
各种镜片制作天文望远镜”相关

内容时，他缠着妈妈给他买一套
镜片，自己动手做了一台简陋的
望远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件
产品。

“他特别关心海南，每次我在
微信上发有关海南的风光、城乡
变化等，他经常点赞。看到海口
石山地区的新貌，他还回忆起小
学时到石山参加夏令营的情形，
感慨今非昔比。”马化腾的同学陈
思伟回忆。

马化腾对腾讯与海南的合作
格外看重。在他看来，海南不仅
是出生地，寄托着他的个人感情；
海南更是一片生态良好的沃土，
其绿色发展理念与互联网产业的
特征高度契合。尽管工作十分忙
碌，但只要海南政府相关部门或
企业来访深圳，马化腾都会腾出
时间沟通交流。对省政府与腾讯
的几次合作，他十分上心，不断推
动完善。

马化腾说，海南省委、省政府
对互联网产业有卓越远见和创新
性思维，并持高度开放态度，腾讯
进驻海南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取得的合作成果堪用“里程碑
式”形容。

2018年海南迎来了“而立之
年”。马化腾说，眼下的海南岛，
更加令人期待。

“30年来，海南的发展成绩
有目共睹，探索出了一条有特色
的发展道路。”马化腾说，海南将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兼顾发
展，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方面
齐头并进，并大力推进数字化建
设，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对政务、
交通、医疗等领域进行数字化升
级，还不断探索对外开放，在推动
国际交流、全球经贸合作方面成
果突出。

回首海南与腾讯的几次牵
手，马化腾感言，这是水到渠成的
结果。

“海南省委、省政府多年前
就提出，要把海南建设成‘信息
智慧岛’。关于这一构思，我曾
在2006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上提出，可以把眼光从岛的范围
扩展开，更多地跟整个网络连在
一起，因为通过网络可以让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更加没有界限，这
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马
化腾说，随后几年，腾讯与海南
省多次沟通，决定在海南绿色崛
起、发展信息产业等方面开展合
作，通力打造中国互联网经济示
范区。

近年来，腾讯运用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计算
能力与技术优势，推动海南“信息
智慧岛”建设，带动海南本地互联
网企业发展与产业生态的建立。

目前，腾讯与海南在多个领
域深入展开合作，已经落地和初
见成效的项目令人振奋，合作成
效有目共睹。

2016 年，海南腾讯生态村
合作进一步落实，腾讯与海南
在众创空间、腾讯云、网络直播
等领域展开了业务合作；2017

年，腾讯与海南省公安厅大数
据应用实战平台进行合作，充
分利用海南公安厅现有信息化
建设成果，支撑海南公安指挥
决策、防控预警、社会管理等警
务活动，协助政府部门解决“信
息孤岛”问题，助力海南成为国
家级“安全岛”。

今年2月，腾讯与海南签署
了一系列合作项目，未来在智慧
医疗、智慧交通、民生政务等方
面，双方还会有进一步合作。“腾
讯也会发挥好‘连接器’‘工具箱’

‘生态共建者’作用，助力海南各
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马化
腾说。

而近期，开放的海南正诚
邀各方英才，并发布了《百万人
才 进 海 南 行 动 计 划（2018-
2025年）》。众所周知，腾讯能够
取得今天的成绩，在吸引人才
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验
做法。

对于如何吸引人才，马化腾
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发展科
技产业，要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引
进力度，同时要着重培养本地人
才。香港和海南地理位置相近，
都处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进
程中，在人才培育方面有很多共
通点。”马化腾说，第一步应该

“引进来”，向全球各地的优秀人
才张开怀抱，政府可以设立专门
机构，负责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
理；第二步应该让人才“留下
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
为优秀人才提供落户、安居、创
业等方面的支持；第三步应该让
本地人才“长出来”，打造培育创
新人才的环境，政府可以加大对
教育领域的投入，建立从学校教
育到社会实践的完整链条，完善
本地人才培育机制，让更多优秀
人才不断涌现。

今年 4 月，海南迎来了中央赋予的
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自由
贸易港建设。

马化腾表示，在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
布，这使海南获得了发展腾飞的重大历史机
遇，踏上了加快发展的新征程。

腾讯将如何推动已落地海南的项目高
速发展？马化腾表示，腾讯将继续扎根海
南，提供自身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领域的技术资源，开放微信、QQ等互联网平
台，和海南省各级政府密切合作，与企业及
公共服务机构携手，共同推动海南“智慧岛”
建设。

在促进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方面，腾
讯将会给予海南子公司更多的支持，积极组
织和推荐生态企业、创业团队落户海南，共
同推动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

在智慧医疗方面，腾讯与海南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区域内医疗机构合作，围
绕AI医学影像、AI医学辅诊、支付创新、电
子处方、电子病历等方面展开探索，共同推
进“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在智慧交通方面，腾讯将运用自身能
力，推出“腾讯乘车码”等应用服务，协助海
南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县公交集团等单位，
让交通出行变得更加环保、便捷。

在政务服务方面，腾讯在海南省澄迈县
建设全国首个“微信电子发票先锋城市”，简
化电子发票的交付程序，提高发票信息应用
效率，节约社会资源。

当前，海南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
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并在政务信息整合共
享上走在全国前列。

马化腾表示，在大数据建设上，海南应
该推动在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前提下的数
据共享，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前沿科技的发展；继续加大力度引进优秀
人才，腾讯在海南建设众创空间，能够整合
人才、流量、资本等优势，培育海南创新创
业氛围。

“海南是我国离东南亚经济体最近的地
区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如
今，在党中央的支持下，海南被赋予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新使命。”马化腾充满信心地
说，他对海南建成国际化、现代化的“智慧
岛”充满期待，未来，海南将以新模式、新体
制、新机制，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广阔道路。

（本报海口6月4日讯）

建言献策 助力海南童年故事 海南情结

腾讯海南 多次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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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对海南来说，实现了从封闭
落后的边陲岛屿，一跃成为中国改革重镇、开放尖兵的历史
性跨越。未来，腾讯将继续开放自身的技术资源与平台，与
海南省紧密合作，推动“数据岛、数字岛、智慧岛、智能岛”早
日建成。

海南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兼顾发展，在经济发
展和生态保护方面齐头并进，并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推出
多项创新举措，对政务、交通、医疗等领域进行数字化升级，
还不断探索对外开放，在推动国际交流、全球经贸合作方面
成果突出。

马化腾。（腾讯公司供图）

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腾讯众创空间（海南）。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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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北京出席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活动的马化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